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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通讯员

追风 杨群娜）

2 月 15 日， 包括广州在

内，广东多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

暴雨。 预计，16 日-18 日，广东各地天气

寒冷，中北部山区市县有低温和冰

（霜）

冻。

广州荔湾区多宝路降雨量全省第二

2 月 15 日白天，韶关、清远、肇庆、

云浮、佛山、广州、江门北部、惠州北部

普遍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

余市县普降小雨到中雨。

据气象水文监测，15 日 08 时到 15

日 16 时，全省平均雨量 18.3 毫米，有 1

个站录得 100 毫米～250 毫米的大暴雨，

有 520 个站录得 50 毫米～100 毫米的暴

雨， 有 1182 个站录得 25 毫米～50 毫米

的大雨，雨量较大的站点有：佛山禅城

区石湾镇街道 111.9 毫米、 广州荔湾区

多宝路 39 号 85.5 毫米、 肇庆高要区金

利镇 79.2 毫米、清远英德市

浛洸

镇 75.1

毫米、韶关曲江区罗坑镇 73.9 毫米。

15 日白天，韶关、清远北部受寒潮

和降水影响， 最高气温较 14 日降低 2～

3℃， 西南沿海和东部市县最高气温较

14 日上升 1～3℃， 其余市县较 14 日基

本持平。此外，15 日早晨，全省大部分市

县持续出现了大范围轻雾或雾。

广州市区 15 日白天出现了暴雨，

15 日 08 时至 16 时五山观测站录得 69

毫米的降水。 最高气温 20.8℃，较 14 日

下降 1.5℃；15 日早晨最低气温 18.8℃，

较 14 日上升 0.5℃，白天相对湿度介于

97%～98%之间。

全省发布寒冷预警信号 97站次

据了解，2 月 11 日起， 每日广东省

气象局与有关部门加强视频连线会商

预报结论、提供气象保障。 据统计，2 月

13-15 日， 全省市县级气象部门共发布

各类预警信号 418 站次，其中寒冷预警

信号 97 站次， 暴雨预警信号 105 站次

（黄色

87

站次 、橙色

18

站次 ）

，雷雨大

风 97 站次

（黄色

96

站次、橙色

1

站次）

，

大雾 89 站次

（黄色

61

站次、橙色

28

站

次）

，冰雹 30 站次

（橙色

30

站次）

。

预计，16 日~18 日， 广东各地多云

为主，天气寒冷，过程最低气温：粤北大

部和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 0℃～5℃，其

中高寒山区可达零下 3℃左右，湛江、茂

名 8℃～11℃，其余市县 5℃～8℃，中北部

山区市县有低温和冰

（霜）

冻。 具体预报

如下：16 日，南部市县小雨转多云，其余

市县多云，天气寒冷；17 日~18 日，全省

大部多云， 寒冷天气持续, 广州最低气

温达 5℃左右， 高寒山区过程最低气温

零下 3℃左右， 中北部山区市县有低温

和冰

（霜）

冻。 海上大风：16 日到 17 日，

广东省沿海海面有 7 级～9 级偏北风。

广州市天气：16 日， 小雨转多云，

7℃～12℃， 相对湿度介于 75%～98%之

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17 日，多云

间晴，气温介于 6～15℃之间，相对湿度

介于 40%～65%之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

北风；18 日，晴天，气温介于 5～17℃之

间，吹和缓的偏北风。

受寒潮影响，广东各地气温持续下降

中北部山区市县将有冰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通讯员

沈甸）

“十分感谢你们在非常时期也

主动上门为我们公司提供电力服务，

让我们可以放心生产， 在疫情期间更

有信心保证市场农产品供应。 ”近日，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运营部总监胡

先念再三感谢南方电网广东公司清远

供电局供电人员上门服务， 为企业生

产排忧解难。

随着广东开启复工复产， 供电服

务火力全开， 生产在确保疫情防控的

情况下正在恢复。 广东天农食品有限

公司作为清远鸡生产的龙头企业，是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的生产基

地之一。 每天能为市场供应活禽、生

鲜、熟食等清远鸡产品 10 万多只。 由

于采取了机械化作业， 电力的稳定成

了企业生产最重要的要素。

为保障企业复产用电， 清远清城

供电局党员突击队主动上门， 协助天

农公司对厂区内的变压器、 配电房和

车间用电设备开展了全面检查， 并逐

一排查安全隐患， 与企业建立沟通机

制， 指派专人跟进企业的生产用电服

务，为保证疫情期间“菜篮子”供应提

供可靠的电力支持。

同时，广东电网公司还护航“米袋

子”的有序生产。作为疫情防控食品物

质保障的广东春晓食品有限公司，以

生产方便米粉

（过桥米线、河粉 ）

和非

油炸方便面为主， 目前恢复了 3 条生

产线，产量为 1 万箱每天，面向全国各

地出货。为做好供电支持，广东电网肇

庆高要供电局将广东春晓食品有限公

司列为重点保电单位， 实施“供电所

长+片区党员经理”模式，在收到关于

企业复产通知后，立刻联系企业，主动

上门开展用电设备全方位体检， 现场

协助梳理了厂内设备用电情况， 保障

稳定安全的复工复产用电环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智汛 通讯员

罗文龙 何艳娟 ）

昨日，记者获悉，在全

面防疫防控时期，广州市从化区一手严

抓防疫防控，一手稳抓复工复产，推出

“果蔬定制平台”， 保障疫期平价便利

“菜篮子”，让市民百姓不用出门，就可

以买回平价果蔬。

“果蔬定制平台”解“滞销愁”

从化是广州地区主要的“菜篮子”

“果盘子”供应区，全区区农业龙头企业

共 55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共 386 家，涉

及蔬菜、水果、水产、加工流通、种业等。

受疫情影响， 从化区近期部分采收期

短、不耐贮藏的果蔬等农产品出现流通

不畅顺的情况。 为此，从化区推出了果

蔬定制平台，通过该平台，将果蔬快速

送到了市民的餐桌上，既解决了果农菜

农“滞销愁”，又让社区百姓买菜便利。

作为从化果蔬定制平台的一员，

“亨隆鲜生”上线 4 小时，销售额近 8 万

元，售出蔬菜 2000 斤、水果 2200 斤、鸡

蛋 2400 托。 记者“在亨隆鲜生”上了解

到，市场价 4 元/斤的新鲜菜心，补贴后

只售 1.98 元/斤。 据永亨隆超市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保障肉菜粮油等物资以疫

情发生之前的平价供应，长亨集团拨付

专项资金 100 万元到永亨隆超市旗下

“亨隆鲜生定制平台”，紧急推出抗疫情

新鲜蔬果以补贴价供应市场。 确保每日

有大约 10 款蔬果粮油等民生食品以补

贴价格上线， 价格甚至只有市场价一

半，补贴商品承诺零利润，保供应，不涨

价。

广州市从化华隆果菜保鲜有限公

司是从化区龙头农业企业之一。 结合自

身的冷链储藏优势，华隆公司对接相关

蔬菜生产基地，积极承担起调运应节果

蔬的任务。 记者在该公司车间看到工人

们正在对从农户手中收购来的蔬菜、

水果进行分拣、 装箱、 打包， 一箱箱

新鲜果蔬将被送往广州市区乃至港澳

地区的超市。 该公司电商运营总监曾

发超介绍， 从 1 月 23 日至 2 月 13 日，

华隆公司收购销售本地蔬菜 30 吨， 水

果 100 吨。

多措并举保障“菜篮子”生产

此外，从化区还统筹安排好季节性

的播种生产，协调解决蔬菜种植企业的

用工难的问题， 保障蔬菜冬春不断档、

春夏不断茬， 在特殊时期保证供应量。

并利用微信、电话，以“见技术、不见面”

的方式，结合冬春蔬菜生产特点，帮助

菜农稳定蔬菜产量，指导农民对田间管

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广东电网保“菜篮子”用电无忧

从化推出“果蔬定制平台”

保障疫期平价便利“菜篮子”

昨 日 ， 广

州市区普遍出

现暴雨。 昨日

下午， 同福中

路汽车、 行人

稀少， 唯见外

卖小哥冒着大

雨送餐。

信息时报记者

冯今宁 摄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

高要供电局使用无人机

精细化迅速为企业排除

设备发热隐患。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

报 通讯员 麦桂斌 摄


